
洪疫双袭，
黑色“7·20”捅破纸糊盛世？

美国卫生当局7月30

日公布一份研究，指出，麻

州巴恩斯特伯郡7月发生多

起群聚感染事件，共有469

人确诊，而这些确诊病例中，

有346人已接种完疫苗，比

率高达74%。其余不是没

打疫苗，就是尚未完成2剂

接种或接种情况不明。

面对来势汹汹的Delta

病毒，专家们又说，国产疫

苗保护百分百指的是二级防

护，即保证不重度感染，但

不保证不感染。7月26日，

北京“健康东城”发布消息

称，25日1名入境外交人员

核酸结果阳性，《健康时报》

披露此人为津巴布韦副总

统。这位副总统名叫奇温加，

今年2月打过中国疫苗。按

照中共说法，一定是奇温加

病得不够重，因而国产疫苗

没有保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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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灾疫必甩锅？
一地鸡毛只为保党

“维稳”挡不住
民心觉醒

全家感染变种病毒
炼功后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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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加油”的别有用心，和它忽悠的制

度优越，遭遇2021年“7·20”，泥石俱下。

新浪新闻引述《自然》杂志称，Delta

毒株感染者的呼吸道病毒载量是原始毒

株感染者的1260倍。

中共专家称国药和科兴疫苗的有效

率达到79%。然而据南京禄口机场官网

公布的消息，截止5月12日，东部机场

集团疫苗接种率达90.87%。其中，南京

机场共组织员工集中接种疫苗29次，累

计接种5036人，疫苗接种率达90.3%。

Delta病毒却能轻松破防。

7月31日，钟南山说，Delta毒株载

量高，呼出来的气体毒性大，传染性很强，

应重新定义密切接触者——在同一个空

间、同一个单位、同一座建筑、同一栋楼，

发病前四天，跟这些病人相处的都是密

触者。

话音未落，8月2日，在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29场新

闻发布会上，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

航介绍，确诊病例5位同住人员核酸检

测结果为阴性。

Delta病毒的诡异，使中共防疫神话

面临破功之境。

中共号称大国盛世，没想到2021年

的7月，洪疫双袭，捅破了厉害国度的纸

糊盛世。

巧合的是，郑州暴雨和南京变种疫情

都同时选择了7月20日这一天发威。

8月2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通

报，7月16日以来，全省共有150个县

1453.16万人受灾，302人死亡，50人

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142.69亿元，相

当于海南省2020年GDP总量的20%。

同日，江苏新增本土确诊45人，其

中南京5人，扬州40人；郑州市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50例；

上海浦东机场确诊1名外航货机闭环运

送驾驶员病例，14天内未离沪；饱受新

冠苦厄的武汉，再次遭到病毒袭击，8月

2日新增本土确诊3名，无症状感染5名，

导致武汉市一度出现民众抢购潮。红朝

盛世，半壁沦陷。

近期，用水深火热来形容民生维艰

一点都不为过：5月甘肃马拉松惨剧；6

月十堰天然气爆炸；7月洪疫双灾，气势

汹汹，全面来袭。

关于海绵工程的吹嘘、洪水美学的

无良话本、国产疫苗的神话、“郑州挺住”

Delta传染力强 
打过疫苗仍染疫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git.io/fgp88
安卓版  https://git.io/fgm88

左、郑州，在一条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跋涉的民众。右、郑州24小时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设法脱罪，甩锅海外与寻找替罪羊卸

磨杀驴是大概率事件。

新华社再甩锅海外？
澎湃新闻8月1日转发新华社评

论《国际机场频频成病毒传播“突破

口”，防控需突出梳理几个重点》，将

疫情再次甩锅海外。文中说：“除南京

外，今年以来，另有深圳、石家庄等

城市的国际机场成为疫情传播重要场

所。”该文在谈到1月河北藁城区小

果庄村首发病例时，含糊其辞，暗示

“根据目前流调情况，病毒通过机场

输入的可能性很大”。“可能性很大”

不是科学严谨的表述。

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严峻，国际

机场作为境内外人员交集地，理应成

为各国疫情防控重心。但中共一股脑

地将所有国内疫情全部甩锅给海外，

是否有规避官方防控不力，粉饰自身

之嫌？中共曾一度鼓吹疫情由外贸冷

冻链输入国内，张文宏则公开喊出冷

冻链输入病毒比空难几率还小。

一地鸡毛只为保党
中纪委7月28日发表一篇题为

《防疫漏洞尽快补》的评论称，“禄口

机场存在监管缺位、管理不专业等问

题”，“倘若南京禄口机场能够及时认

真落实举措，又何以在疫情防控中轻

中共百年刚过，即遭遇两大灰犀

牛。郑州水患推责天灾，善后未尽，

南京变种疫情再起，可谓祸不单行。

至7月30日，确诊病例已累计

262例。8月1日，疫情已蔓延15省；

江苏全境暂时关闭55个高速公路收

费站出口或入口，全省处于半封锁状

态。8月2日，国家卫健委通报当日

新增90例，本土61例。

与郑州洪灾同为人祸
此次疫情和上半年河北、深圳病

毒同属德尔塔(Delta)毒株，中共却

比前两次还要紧张，处置动作幅度更

大，新华网报道孙春兰亲赴南京督阵，

说明疫情可能比官宣严重。掩盖灾害

真相、淡化受灾程度、封锁灾情消息

是中共确保政权稳定的习惯性操作。

郑州洪灾的惨烈、泄洪无预警、

政绩工程遗祸以及中共极力掩盖死亡

数字的种种漠视生命的做法，使得民

怨沸腾，中共如坐针毡。正在这节骨

眼上，南京爆发疫情，而且如此迅速

蔓延。目前曝光出来的禄口国际机场

运行方国企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可能存在管理不善、防疫不力等渎职

行为，重演了郑州水患的人祸悲剧，

再次激起民众对中共官员怠政、惰政

的愤怒。中共唯恐民愤太大，影响政

局稳定，势必在强化疫情防控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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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灾疫必甩锅？一地鸡毛只为保党

漫画《甩锅》（网络截图）

易‘失守’？”

禄口国际机场，江苏省国资委占

股44%、江苏交通控股27.3%、南

京紫金投资集团控股28.7%，国有

全资。东部机场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

长冯军之前是南通和无锡市组织部

长，中共官场上典型的外行管内行。

外界指责冯上任后将国内国际航班混

合运营，国际航班消毒后不留过渡时

间，造成疫情输入。

东部机场集团由江苏省委领导，

省国资委列名监管，省交通运输厅负

责行业管理，这一连串的领导和监督

责任谁来负？大外宣网则直接点名：

“对于冯军这种能力明显有问题官员，

当初的任职由谁提名，又有谁通过？

江苏省委是否要负有选拔和监督责

任，是目前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而南京地方政府及卫健委对疫情

的扩散反应迟缓，管控疏漏，同样遭

到质疑。

新华社列出了禄口国际机场三大

罪状：“核酸检测频次不高，导致问题

发现延迟。”“国际、国内航班未完全

隔离导致交叉感染。”“闭环管理不到

位，导致员工、家属交叉感染。”

第一财经报道，南京禄口国际机

场官方公布的年旅客吞吐量3000万

人次。据此推算每天进出禄口机场

8.2万人次，10日～ 20日11天内，

大约有90.4万人到过禄口机场。疫

情扩散可想而知。

本轮疫情，正值中共党庆不久。

中共政治局刚给下半年经济发展做了

展望，开局即遇灰犀牛，说小了是疫

情防控不力，说大了是干扰了中央经

济工作部署，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

失……7月31日，郑州市卫健委党

组书记付桂荣、郑州市六院党委书记

马淑焕被免职。中共官场就是大鱼吃

小鱼，找个垫背的平民愤。

南京疫情，中纪委、党宣齐发威，

网民嘲笑：官场要斗地主，一地鸡毛

后，党仍是“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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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郑州

资深媒体人高瑜披露，目前郑州完全禁止航拍：“如南都
记者陈冲拍摄了郑州市民在地铁口献花的照片（上图），
被警察要求当面删除，回酒店后陈冲又把删除的照片恢
复；财新记者陈亮，也因拍摄同样照片，被郑州市南阳
路派出所带走，理由是‘采访手续不完备，没及时报备’，
而实际原因是郑州市区禁止拍摄。”

1、7月20日晚，京广隧道被从常庄水库泄下的洪水在很短
的时间里完全淹没。7月29日，京广隧道重见天日，网友拍
摄的视频显示隧道顶部的架子上挂满了水草；地面则是厚厚
一层淤泥。网友惊呼：隧道长4.5公里，水都灌满了，里面
人还有活路？ 8月2日，河南省政府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
报，至8月2日，郑州市遇难292人，其中京广隧道遇难6人。
2、日前，一名女医护在回忆洪水涌入郑州地铁5号线、受
困者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场景时，仍显得惊恐不安。从受困
的车厢到被传送到站台上之后，秦杰林描述，当时情况非常
危急，有10人已经没有颈动脉和呼吸，“我是楼上楼下两边跑，
只能说捡能救的救”。
3、财政部于27日发布公告，将拨付河南省30亿元资金，
用于灾后重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河南官方将这笔
钱竟用在了“修花坛”上。许多网友纷纷在微博上吐槽：“塌
陷的路修好了吗？街道淤泥清理干净了吗？地铁车库等抽水
抽完了吗？花坛真重要，好棒哦?”“让大家都看看，灾后重建，
先建的竟然是花坛?”

1

2

3



4 评论

“维稳”挡不住民心觉醒
挡板与菊花：无言的较量

7月26日是郑州洪灾遇难者的

“头七”。从前一天起，地铁5号线沙

口路站的4个入口处，就陆续有民众

自发前来放置鲜花，以表达哀悼。 

26日中午，官方竟派人在各个入

口的四周摆设高1.7米的黄色围挡，

不让人看到祭奠的鲜花。就连这么一

点点人性情感的自然表达，都会让中

共感到恐惧？那一束束弱不禁风的菊

花，也成了动摇党国根基的重大威胁

吗？人们在挡板外继续摆放鲜花……

当天晚上，几位郑州市民动手拆

除了这些挡板。其中一位名叫王金雷，

直接在微信朋友圈里说，挡板已拆，

是我自己干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

了给逝者照亮回家的路。

第二天上午，当局派人重新将挡

板围上。但是，又有不知名的市民再

度拆开了黄色围墙，祭奠的鲜花也摆

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长。 

在无言的较量之后，当局被迫在

27日下午将所有挡板拆除、拉走。

现场照片发到网上，引来网民潮

水般的愤怒：“别以为几个塑料围挡就

能挡住它们丑陋的罪行！”“他们就会

删文章……能挡得住(人)心吗？”…… 

死亡人数又成谜
连鲜花都要遮住的政府，还有什

么话是真的？ 8月2日，官方不顾民

间强烈质疑，通报地铁内遇难者仍是

14人。

网络传出地铁5号线15岁幸存女

孩的完整视频：身处其中一节车厢的

她，亲眼看到十几人死了。

另一视频显示，27日，一对姐

妹在沙口路地铁站现场，姐姐哭诉，

妹妹是最后一节地铁车厢的唯一幸存

者，而她自己往前游了一个车厢才活

下来。第一批出去的人全被水冲走了。 

此时，现场一身份不明男子威胁

道：“今天有外媒在啊，你们不要在这

里抹黑！” 

当局派出大量便衣在现场维稳。

有民众因为拍照及航拍遭到围攻、殴

打。财新网记者陈亮拍摄了鲜花现场

照之后，被公安带走。

在中共严密封锁下，郑州水灾死

亡人数又成谜团。

惨剧是人祸 善恶正两分
当局无预警泄洪，明知大水漫灌

仍下令开动地铁，都是中共及党官为

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为，无异于谋杀。

而对每一个普通民众来说，人性又一

次面临着善与恶的检验和选择。

14岁的李浩鸣骑电动车进入京

广隧道后失踪至今。他的母亲发帖表

示，自己即便在找不到孩子的痛苦中，

依然想的是“千万不能给外媒递刀

子”；并不想对谁追责，对国家和政府

没有任何意见。她不认同地铁寻夫的

女子质疑政府有重大失误的做法。 

身处极度痛苦，却宁可放弃为儿

子讨个说法，也要给施害者下跪，主

动维护党的“伟光正”形象，甚至帮

党向同命相连的受难者捅刀子。什么

样的邪恶体制，才会把人性扭曲到如

此变态和可悲？

那些自认为帮助党隐瞒灾情是

“爱国”的人，其实是在帮助凶手掩

盖罪恶。人们盲目相信了中共的造假

宣传，只会加重灾难中的伤亡。就像

此次很多郑州人等待着所谓“官方救

援”，而错过了自救的最佳时机。

给党下跪和献媚，并不能换来它

的优待，说不定什么时候，中共体制

的铁锤同样会砸到自己头上。

一位在郑州市网络单位上岗的职

业五毛，专职扰乱台湾民心，7月23

日，他在地铁车厢内死亡。他的弟弟

经过这次水患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代

哥哥向台湾人道歉，并说：“我们郑州

市民是彻彻底底看破了这个国家充满

了谎言与欺骗，市民的性命在领导眼

里，连一口痰也不如。”“我们早晚把

郑州的天地给翻一翻，找领导算总账，

不是不报，时间快到了。”

郑州水灾浇醒又一批“梦中人”，

纷纷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

表示抺去兽记，做真正的炎黄子孙。

7月24日，化名“富有”的人在声明

中说：中共“把人当畜生都不如，泄

洪不公布，死伤无数，只求老天爷收

它下去吧！”

2021年8月3日

地铁幸存者接受采访合力拆除围挡 大学生在地铁站航拍，被4名便衣围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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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感染变种病毒 炼功后痊愈
院就给我开了复工证明。”

期间，朱瑞刚的妻子也有了发烧

迹象，朱瑞刚就对妻子说：“你也不用

去医院，就跟着我一起炼法轮功吧。”

同样在一周之内，张女士的症状也完

全消失了。朱瑞刚说：“在完全没有任

何药物帮助和治疗的情况下，全家都

痊愈了，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全家。”

在国内有幸接触过法轮功
朱瑞刚表示在国内曾接触过法轮

功。他说：“2014年7月，我父亲检查

出肝癌晚期，我要每天去医院做护理。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妻子又要照

顾孩子，所以护理父亲的时候我从身

体上到精神上压力都很大，身体状况

非常不好，睡眠质量很差。”

“当时同一病房的一位先生，他

的儿子是法轮功学员，他也在护理父

亲，我看他精神状态很好，就问他是

怎么拥有这么良好的状态？他就给我

介绍法轮大法，教我炼功和念‘九字

真言’。炼了大概半个月，我的身体

和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睡眠质量

变好了，每天也很有精神了。”

他的妻子也觉得神奇：“那个时

候医院的人都说得了肝癌晚期的人两

三个月就走了，但我公公是过了一年

才去世的。我先生说这和法轮大法也

有关系，他也就特别相信法轮功了。”

中共迫害　全家不得不出国
朱瑞刚来自辽宁省，在一家国企

3月15日，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

的朱瑞刚先生一家被检测出感染了当

时新冠病毒中最危险的英国变种病

毒，死亡风险和传染风险都非常大。

炼功一周神奇康复
朱瑞刚今年41岁，2017年全家

从大陆来到多伦多。“3月11日我和儿

子开始发烧，15日检测呈阳性，之后

症状一天比一天严重，医院打电话说

我们感染的是变种病毒。”朱瑞刚说，

“到3月19日，我呼吸已经很费劲了，

胸口就像压了石头一样。我再上医院

检查，医生说我血氧饱和度是90，如

果低于90就要进重症监护室了。因

为我的指标还没有到住院的地步，医

院就用救护车把我和儿子送回家。

“回家之后我觉得自己完了，已

经没有希望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法

轮大法，我在国内的时候曾学炼过，

但后来怕被迫害就放弃了。于是当天

晚上，我就开始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并带着儿子一起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

上起来已经退烧了。到第四五天的时

候，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27日医

朱先生在医院做检查

2021年8月3日

工作。他在国内虽然没有受到肉体上

的迫害，但是精神上的迫害让他们一

家不得不选择出国。

朱瑞刚回忆说：“我父亲去世不长

时间我就不再炼了，因为那时中共迫

害法轮功很严重，我们那个地方是个

小城市，我炼功的消息就传到我们领

导那里了，我多次被叫到办公室，然

后领导就开始了所谓的‘教育’，但

是我依然坚信大法好。后来单位就给

我停职了，之后我还被叫到派出所‘教

育’过好几次。”

他说：“当时我儿子上四年级，学

校的老师都知道了，就对班里其他学

生说他爸爸是炼法轮功的，叫同学不

和我孩子玩儿，带着全班同学孤立他。

我看这对孩子的成长影响也太大了，

于是2017年就全家出国了。”

朱先生夫妇知道中共给法轮功捏

造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他说：“中共刚

开始迫害法轮功时，我就知道法轮功

是被冤枉的。我和妻子看‘天安门自

焚’时就看出了破绽，明眼人都能看

出来‘自焚’是假的，气管切开了还

能唱歌，人都烧成那样了，装汽油的

雪碧瓶都没有烧着。我觉得这些只要

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明白。”

他说：“这次全家死里逃生之后，

我对大法有了全新的认识，真真切切

感受到了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全家，这

使我对大法坚信不疑。也希望更多的

人能知道‘九字真言’，危难时刻能

得到大法的救度。”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

第三套功法
贯通两极法

第四套功法
法轮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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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住了，离死亡越来越近。

我先生和婆婆修炼法轮大法很多

年了，以前先生也告诉过我法轮大法

的神奇。这时，我想起一次和朋友打

电话聊天，我说上次产检畸形排查时，

医生说我的孩子好像胎位前置，随时

会大出血，还可能会早产，我很担心。

没想到朋友告诉我，她以前生两个孩

我叫卡罗琳，生活在美国，37岁，

是一位高龄孕妇，与丈夫结婚五年才

怀了第一个宝宝。1月12日，我在怀

孕26周时感染了新冠病毒，发烧越

来越厉害，盖四层被子仍然冷得全身

发抖，心跳每分钟135下，全身疼痛，

整夜无法入睡。最糟糕的是我感觉不

到孩子胎动了。那段时间，我感觉坚

高龄孕妇摆脱新冠噩梦

1月9日，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

发表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中日友好

医院呼吸中心、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以

及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共同研究形成的一份报告。

医学界人士追踪调查了1733名

感染武汉肺炎的武汉人，76%受访者

在调查时仍有至少一种后遗症，其中

63%有疲倦感或肌肉无力，26%出现

睡眠障碍，23%有焦虑感或抑郁症状。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令人惊喜

的例子。据明慧网报导，武汉80岁的

李先生，2020年1月被确诊为武汉肺

炎。送到医院时已出现大白肺症状，生

命危在旦夕，医生说他求生愿望很低。

修炼法轮功的亲戚得知后，告诉他赶快

2021年8月3日

子时都是胎位前置，但是两个孩子都

是足月顺产。朋友告诉我，常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不会有事。

我受到很大鼓舞，从那时起没事

就念这几个字，我整晚地念，其它什

么也没想。我对着肚子里的孩子说：

“儿子呀，咱们要一起过这一关。”

过几天，一下出了很多汗，之后

我再也不发烧了，一切真的向好的方

向变化了。那天晚上，我炼了十分钟

法轮大法的第三套功法，之后每天争

取炼二三十分钟。过了几天，呼吸道

症状奇迹般地消失了，只是嗅觉还没

有恢复。我开始想吃东西，体力与精

神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1月28日，核酸检测为阴性，而

且医生告诉我，宝宝一切正常，胎位

前置也没有了，没有妊娠糖尿病，没

有妊娠高血压，身体条件很好，和年

轻人一样，可以考虑顺产了。

在我写出这段经历时，嗅觉已经

恢复了不少。虽然气味怪怪的，但是

每天都能闻出更多的更准确的气味。

我告诉父母和身边的朋友，自己在最

困难的时候念“九字真言”很有帮助，

也希望被武汉肺炎折磨的病人不妨试

一试，奇迹也许也会在您的身上出现。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老人只

记住“法轮大法好”，每天诚念，七天

后康复出院，令全家惊奇不已。而且

老人两次检查，各项指标良好，没有

后遗症，像没有感染过，这对一位80

岁的重症染疫者来讲，简直是奇迹。

这些是否值得我们思考，除了相

信科学、期待疫苗之外，我们是否还

有其他的避疫良方？法轮功是佛家高

德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修炼者上

亿，迄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早在2005年，美国最杰出的

医学院之一——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

们就发表论文证实：与正常健康人相

比，法轮功修炼者嗜中性白细胞的吞

噬和杀伤细菌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

加了与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能

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抵

抗力。在武汉肺炎肆虐期间，很多人

无法就诊或者重症不愈，就是靠着诚

念“九字真言”而渡过了劫难。

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

忍”是宇宙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就是接通了宇宙的正能量，

能抵御、清除病毒，就像中医医典《黄

帝内经》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实 证 危难时刻 救命有真言


